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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形成三维(3D)物体的装置，所述装

置包括3D打印头部，所述3D打印头部用于通过形

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以制造3D物体的第

一部分。所述装置还包括铺放头部，所述铺放头

部用于通过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

层分配到3D物体的第一部分上以制造3D物体的

第二部分。另外，铺放头部包括用于在分配连续

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

二材料按压就位的辊。基于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

数据组，控制器控制3D打印头部及铺放头部以协

作地形成3D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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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形成三维(3D)物体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3D打印头部，所述3D打印头部用于通过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所述3D物体

的第一部分；

铺放头部，所述铺放头部用于通过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到所述3D

物体的所述第一部分上来制造所述3D物体的第二部分，并且所述铺放头部包括辊，所述辊

用于在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

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用于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以及，所述控制器用于基于

所述数据组指引所述3D打印头部及所述铺放头部协作地形成所述3D物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铺放头部包括与所述辊相邻地设置的加热

源，所述加热源用于恰在将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之前加热所述连续纤维

加强的第二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是熔融沉积成型(FDM)头部，以及

其中，所述第一材料是热塑性树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铺放头部是自动铺带(ATL)头部及自动铺丝

(AFP)头部中的一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固定地安装至台架，以及其中，所

述铺放头部经由线性致动器安装至所述台架，所述线性致动器用于相对于所述3D物体以能

够控制的方式使所述铺放头部伸出及收回，以在操作所述3D打印头部和操作所述铺放头部

之间进行选择性地转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及所述铺放头部安装至计算机数

控机器，所述计算机数控机器由所述控制器控制，以及，所述计算机数控机器支持至少五个

运动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及所述铺放头部安装至单一的台

架。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安装至第一台架，以及，所述铺放

头部安装至第二台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及所述铺放头部安装至单一的机

械臂。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安装至第一机械臂，以及，所述

铺放头部安装至第二机械臂。

11.一种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

基于所述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所述3D物体

的第一部分；并且

基于所述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到所述

3D物体的所述第一部分上，并且通过在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所述连续

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制造所述3D物体的第二部分。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在形成所述3D物体时，在所述3D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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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所述铺放头部之间进行多次转换。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是熔融沉积成型(FDM)头部，并

且其中，所述第一材料是热塑性非加强树脂。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铺放头部是自动铺带(ATL)头部和自动铺

丝(AFP)头部中的一者，并且其中，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用基体材料预浸渍的

单向纤维。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单向纤维从由玻璃纤维、碳纤维、芳香族聚

酰胺纤维及矿物纤维组成的群组中选取，并且其中，所述基体材料与所述第一材料相兼容。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所述多个层

之中的相邻层中的所述单向纤维布置成相对于彼此成45°±15°、90°±15°以及135°±15°

中的一者。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包括形成成堆叠的层，在所述堆叠中的每一层在X-Y平面中具有不同的形状。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还包括在X方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并且在垂

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同时地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在X方

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铺放头部，并且在垂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

同时地移动所述铺放头部。

20.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在接收所述数据组之前，提供片状金属坯件；并且

为所述片状金属坯件的至少一侧的至少部分涂覆打底剂材料，

其中，在所述片状金属坯件的已涂覆的至少部分上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多个连续

的层。

21.一种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片状金属坯件；

为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的至少一侧的至少部分涂覆打底剂材料；

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

基于所述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在所述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的已涂覆的至少

部分上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3D特征部的第一部分；并且

基于所述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到所述

3D特征部的所述第一部分上，并且通过在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所述连

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制造所述3D特征部的第二部分。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单独的打底剂喷射头部对所述已形成的片

状金属坯件的所述至少部分进行涂覆。

23.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在形成所述3D特征部时，在所述3D打印

头部和所述铺放头部之间进行多次转换。

24.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是熔融沉积成型(FDM)头部，并

且其中，所述第一材料是热塑性非加强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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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铺放头部是自动铺带(ATL)头部和自动铺

丝(AFP)头部中的一者，并且其中，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用基体材料预浸渍的

单向纤维。

26.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单向纤维从由玻璃纤维、碳纤维、芳香族聚

酰胺纤维及矿物纤维组成的群组中选取，并且其中，所述基体材料与所述第一材料相兼容。

27.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所述多个层

之中的相邻层中的所述单向纤维布置成相对于彼此成45°±15°、90°±15°以及135°±15°

中的一者。

28.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包括形成成堆叠的层，在所述堆叠中的每一层在X-Y平面中具有不同的形状。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还包括在X方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并且在垂

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同时地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

30.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方法，其中，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在X方

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铺放头部，并且在垂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

同时地移动所述铺放头部。

31.一种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及用于所述3D物体模型的可移除的支承构件的至少数据组；

基于所述至少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所述

可移除的支承构件；

基于所述至少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到

所述可移除的支承构件上，并且通过在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所述连续

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制造所述3D物体；并且

从所述3D物体移除所述可移除的支承构件。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在制造所述3D物体期间，在操作所述铺

放头部和操作所述3D打印头部之间进行转换，以利用所述第一材料形成所述3D物体的至少

部分。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转换包括在制造所述3D物体期间进行多次

转换。

34.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在形成所述3D特征部时，在所述3D打印

头部和所述铺放头部之间进行多次转换。

35.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3D打印头部是熔融沉积成型(FDM)头部，并

且其中，所述第一材料是热塑性非加强树脂。

36.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铺放头部是自动铺带(ATL)头部和自动铺

丝(AFP)头部中的一者，并且其中，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用基体材料预浸渍的

单向纤维。

37.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单向纤维从由玻璃纤维、碳纤维、芳香族聚

酰胺纤维及矿物纤维组成的群组中选取，并且其中，所述基体材料与所述第一材料相兼容。

38.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所述多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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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相邻层中的所述单向纤维布置成相对于彼此成45°±15°、90°±15°以及135°±15°

中的一者。

39.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包括形成成堆叠的层，在所述堆叠中的每一层在X-Y平面中具有不同的形状。

4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3D打印头部形成所述第一材料的所述

多个连续的层还包括在X方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并且在垂

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同时地移动所述3D打印头部。

41.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方法，其中，分配所述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包括在X方

向及Y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上移动所述铺放头部，并且在垂直于所述X-Y平面的Z方向上

同时地移动所述铺放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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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通常涉及用于形成三维(3D)物体、或用于在基底上形成3D特征部的装置及

方法。更特别地，本发明涉及用于形成具有纤维加强部段的3D物体或3D特征部的快速原型

设计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术语“3D打印”涉及一组增材制造过程，在增材制造过程中，利用非加强的树脂、含

短纤维的树脂、金属、纸等采用层叠的方式创建3D物体。已经开发了几种不同类型的3D打印

系统，包括基于材料挤制、材料喷射、直接的能量沉积等的系统。3D打印系统的现有应用包

括快速原型设计(RP)，以及替换零部件及其他小体积产品的分散式制造。基于所需的物体

的数据组表示，并且在不使用特殊工具或模具的情况下，生产个别零部件的能力弥补了与

3D打印有关的低生产速度以及高生产成本。

[0003] 不幸的是，由热塑性或热固性聚合树脂制成的已打印的3D物体不具备充分的机械

强度或耐久性，以使用在半结构性应用中或结构性应用中。当然，利用含有短加强纤维的树

脂确实能够提高塑料3D打印的物体的机械性能，但是这种提高的程度受3D打印过程本身的

性质所限制。另一方面，由金属制成的已打印的3D物体具有高得多的机械强度或耐久度。虽

说如此，相比于塑料3D打印系统，金属3D打印系统的成本仍然非常高。而且，在制造过程中

使用熔融态金属产生了对于更复杂的安全设施以及火灾扑救装备的需要。

[0004] 一种不同类型的增材制造过程是基于自动铺带(ATL)或基于自动铺丝(AFP)的。例

如，基于ATL机器或基于AFP机器的制造过程目前使用在诸如飞行器部件之类的先进复合部

分的生产中。在该过程中，ATL机器或AFP机器以自动的方式将纤维加强件放置在模具或芯

轴上。更特别地，该机器利用呈条带或丝束形式的热固性或热塑性的预浸渍材料以形成复

合敷层(layups)。例如，ATL机器使用一个或更多个条带，每一个条带具有介于大约75mm和

300mm之间的宽度，然而，AFP机器使用多个小宽度的丝束，该丝束的宽度通常小于大约8mm。

同样地，相比于AFP，ATL实现了高得多的沉积速率，但也产生了多得多的废物。ATL和AFP过

程能够形成具有非常高机械强度的部件，并且该部件适合于半结构性应用或结构性应用。

不幸的是，对所生产的每一部件均需要专用的模具或芯轴，专用的模具或芯轴增加了在快

速原型设计或小体积应用中的生产成本。

[0005] 克服上述局限性及缺点中的至少一些将会是有益的。

发明内容

[0006] 根据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的方面，公开了用于形成三维(3D)物体的装置，

该装置包括：3D打印头部，该3D打印头部用于通过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以制造3D

物体的第一部分；铺放头部，该铺放头部用于通过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

配在3D物体的第一部分上以制造3D物体的第二部分，并且该铺放头部包括用于在分配连续

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时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的辊；以及用于接收对应于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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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模具的数据组的控制器，并且该控制器用于基于数据组指引3D打印头部及铺放头部以

协作地形成3D物体。

[0007] 根据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的方面，公开了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基于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形成第一材料

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3D物体的第一部分；并且，基于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将连续纤

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至3D物体的第一部分上，并且通过在分配连续纤维加强的

第二材料时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按压就位，制造3D物体的第二部分。

[0008] 根据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的方面，公开了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提供片状金属坯件；为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的至少一侧的至少部分涂覆打底剂

材料；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基于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在已形成的片状

金属坯件的已涂覆的至少部分上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3D特征的第一部分；

并且，基于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在3D特征部的第一部分上分配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

材料的多个层，并且通过在分配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

按压就位中，制造3D特征部的第二部分。

[0009] 根据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的方面，公开了用于形成三维物体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和用于该3D物体模型的可移除的支承构件的至少数据组；

基于该至少数据组，通过利用3D打印头部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制造可移除的支

承构件；基于至少数据组，通过利用铺放头部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至

可移除的支承构件上，并且通过在分配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期间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

二材料按压就位，制造3D物体；并且，从3D物体移除可移除的支承构件。

附图说明

[0010] 现将仅以示例的方式并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其中，贯穿若干附图，相似的附图标

记表示相似的元件，并且其中：

[0011]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系统的简化框图；

[0012] 图2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装置的立体图；

[0013] 图3是示出了图2的装置的3D打印头部及铺放头部的放大细节的立体图；

[0014] 图4是示出了图2的装置的铺放头部的放大细节的侧视图；

[0015] 图5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装置的立体图；

[0016] 图6A至图6E是示出了在利用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制造3D物体时的不同的

步骤的图示；

[0017] 图7A至图7E示出了在图6A至图6E中示出的制造方法的相对应的步骤中的在3D物

体的所指出的部分内的分层结构；

[0018] 图8是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的简化流程图；

[0019] 图9是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方法的简化流程图；

[0020] 图10A至图10G是示出了在利用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方法制造3D物体期间

的不同的步骤的图示；

[0021] 图11A至图11G图示了在图10A至图10G中示出的制造方法的相对应的步骤中的在

3D物体的所指出的部分内的分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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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1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方法的简化流程图；

[0023] 图13图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制造的3D物体内的靠近3D物体的边缘部分的分

层结构；

[0024] 图14图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制造的3D物体内的靠近位于3D物体的水平部分

与倾斜部分之间的过渡部的分层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文描述用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制造及利用本发明，并且下文描述在特别的

应用及其需求的情况下提供。公开的实施方式的各种改型将会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

见的，并且本文限定的通常的原理可以应用于其他实施方式及应用而不超出本发明范围。

因此，本发明不意在局限于公开的实施方式中，但本发明将会符合与在本文中公开的原理

及特征相一致的广义的范围。

[0026] 贯穿本说明书，以及在所附权利要求中，术语“3D打印头部”涉及用于通过增材制

造过程形成3D物体的部件的组合体。3D打印头部可以包括、或者可以不包括形成完整的3D

打印系统所需要的所有部件。例如，在利用激光来固化液态光聚合物树脂的系统中，3D打印

头部可以仅包括经由纤维光缆接收来自激光的光线的光学部件。3D打印头部可以是基于在

现有技术中普遍已知的3D打印系统的多个不同类型中的一个。作为数个特别的及非限制性

的示例，3D打印头部可以根据诸如材料挤制(例如，熔融沉积成型或FDM)、材料喷射(例如，

PolyJet)或直接的能量沉积(例如，激光粉末成型)之类的原理进行操作。在使用中，3D打印

头部由诸如热固性树脂或热塑性树脂之类的材料中、或者由另外的适当的非金属材料形成

3D物体的至少部分。树脂可以是非填充的，或者树脂可以包含相对短的纤维、矿物等。

[0027] 贯穿本说明书，以及在所附权利要求中，术语“铺放头部”涉及用来放置呈条带或

丝束形式的热固性的或热塑性的预浸渍材料的部件的组合体。作为数个特别的及非限制性

的示例，铺放头部可以是自动铺带(ATL)头部或自动铺丝(AFP)头部。铺放头部包括用于前

进、加热、按压及切割正在被分配的条带或丝束的部件。

[0028] 并且，应当了解的是，3D物体可以直接地形成在建造基座或底盘部上、形成在工具

表面或芯轴上、或形成在与最终的3D物品成一体的金属的或塑料的部件(例如，片状金属坯

件)上。利用3D打印头部形成的3D物品的部分可以一体结合到最终的3D物体中，或者可以仅

作为在过程结束时移除的结构表面或支架。3D物体还可以包括利用附加的头部或在单独的

过程中可以施加的其他材料，例如打底剂材料等。

[0029] 参照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系统100的简化框图。系统100包括计算机

数控(CNC)机器102，计算机数控(CNC)机器102用于在形成3D物体时、在控制器108的控制下

精准地移动3D打印头部104及铺放头部106。控制器108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并

且基于该数据组指引3D打印头部104及铺放头部106协作地形成3D物体。

[0030]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装置200的简化立体图。包括3D打印头部104及铺放

头部106的头部组件安装至台架式机器人的机械Z轴线轨道202。Z轴线轨道202安装至Y轴线

横向轨道204，Y轴线横向轨道204又安装至一对X轴线轨道206。装置200还包括建造基座或

底盘部208，该建造基座或底盘部208可选地是被加热的，和/或能够施加真空抽吸，以在制

造期间防止3D物体移动以及提供尺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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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3是示出了图2的头部组件的放大细节的立体图。在图3中示出的特别的及非限

制性的示例中，3D打印头部104是包括材料细丝(通常直径为1mm-5mm)的卷300的FDM头部，

利用加热器302将材料细丝的卷300加热超过其玻璃化转变温度，并且之后通过挤制喷嘴

302挤制该材料细丝的卷300。FDM头部沉积形成融化的材料的非常薄的层(通常0.1mm-

0.5mm)。可选地，设置多于一个的FDM头部以在不需要改变机械设置的情况下支持不同厚度

的材料或不同材料的沉积。例如，不同的FDM头部可以用于沉积具有不同颜色或不同强度的

材料，或用于沉积未填充的树脂及包含各种嵌入带条的树脂等。

[0032] 在图3中示出的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例中，铺放头部106是包括纤维加强条带的

卷306的ATL头部，在利用支承辊312将纤维加强条带的卷306按压就位并且利用切割器314

按一定长度切割纤维加强条带的卷306之前，利用给送辊308使纤维加强条带的卷306前进

并且利用加热器310加热纤维加强条带的卷306。ATL头部在三维上利用塑性粘合剂铺放连

续纤维带条。作为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例，依据待生产的3D物体的几何结构，条带的宽度

在大约1mm和50mm之间以及厚度在0.1mm和1mm之间。例如设置呈激光或热气源形式的加热

器310，并且加热器310被引导成在与正形成的3D物体的表面相接触的位置处加热正在分配

的条带。

[0033] 图4是示出了包括驱动马达400的ATL头部的附加特征的侧视图，该驱动马达400用

于驱动给送辊308用以使来自于卷306的纤维加强条带前进、用以匹配ATL头部的运动、并且

用以取得想得到的纤维型式。图4还图示了转位(indexing)系统，转位系统包括线性致动器

402，该线性致动器402安装在柱状件404上，其支承ATL头部相对于Z轴线轨道202的运动。

ATL头部能够在伸出位置(图示的)和收回位置之间移动。当ATL头部用于分配纤维加强条带

时，ATL头部移动进入其伸出位置。当要替代地使用3D打印头部时，则ATL头部向回移动进入

其收回位置并且不妨碍3D打印头部。因此，在操作3D打印头部和操作ATL头部之间的转换期

间，操作线性致动器。此外，转位系统可以是弹簧加载的，以提供在支承辊312上的恒定力，

当分配条带时该支承辊312将条带按压就位。

[0034] 在图1至图4中所示的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例中，3D打印头部104固定地安装至

台架式机器人的Z轴线轨道，并且铺放头部106经由转位系统可移动地安装至台架式机器人

的相同的Z轴线轨道202。在替代性构型中，3D打印头部104安装至第一台架式机器人的Z轴

线轨道，并且铺放头部106安装至第二台架式机器人的Z轴线轨道。在后者的构型中，可以省

略转位系统以使得铺放头部固定地安装至第二台架式机器人的Z轴线轨道。可选地，铺放头

部经由诸如弹簧机构之类的偏置构件安装至第二台架式机器人的Z轴线轨道，该偏置构件

将铺放头部偏置于伸出位置以在支承辊312上提供恒定力，当分配条带时该支承辊312将条

带按压就位。

[0035] 图5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系统500的立体图。包括3D打印头部104

和铺放头部106的头部组件安装成作为铰接臂机器人504的末端操纵装置502。装置500还包

括建造基座或底盘部506，该建造基座或底盘部506可选地是被加热的，和/或能够施加真空

抽吸，以在制造期间防止3D物体移动以及提供尺寸稳定性。上文参照图3及图4描述了该头

部组件。可选地，3D打印头部104安装成作为第一铰接臂机器人的末端操纵装置，并且铺放

头部106安装成作为第二铰接臂机器人的末端操纵装置。另外可选地，构型可以包括一个或

更多个台架式机器人以及一个或更多个铰接臂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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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现参照图6A至图6E及图7A至图7E，示出了在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中处于制

造的不同阶段的3D物体。特别的是，图6A至图6E示出了处于制造的每一不同阶段的3D物体

的俯视图，以及图7A至图7E示出了处于制造的每一不同阶段的3D物体的层状结构的在点划

线框内的相应的放大细节。

[0037] 如在图6A及图7A中所示出的，该方法的第一步骤是利用第一材料600限定所需的

3D物体的边缘及表面轮廓，在本示例中该3D物体是3D板状部件。例如，3D打印头部104用于

将第一材料600的连续的层沉积在装置200的建造基座208上。作为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

例，第一材料是非加强的热塑性材料。第一材料600的连续的层熔融在一起以形成3D物体的

大致均匀的第一部分。图7A示出了沉积在建造基座208上的第一材料600。第一材料600的厚

度为大约0.5mm至5mm。通常，第一材料600是足够厚的以支承在后续步骤中施加的连续纤维

条带或丝束的多个片层(ply)。在图6A中未示出可以利用第一材料600形成的可选的引导

部、凸起、附连点等。例如，用于控制3D打印头部的数据组可以包括用于形成引导部等的指

令，以在后续组装过程中使最终部分与其他部分排齐。

[0038] 现参照图6B，该方法的接下来的步骤是将连续纤维条带的第一层602施加在第一

材料600的表面上。在图6B中示出的特别示例中，铺放头部106用于分配条带的第一片层

602，使得在物体的边缘周围具有最小的悬伸。如此前段落中所述的，当利用支承辊312分配

条带并将条带按压就位时，条带被加热，从而引起条带粘附至第一材料600的表面并且结合

于第一材料600的表面。之后，将条带剪切成接近于第一材料600的边缘的长度。在图6B中，

在第一片层602中的每一段条带均平行于前一段条带而施加。可选地，可以利用不同的施加

型式来施加条带。图7B示处了粘附至第一材料600的条带的第一片层602。在图7B中，剖面线

型式表示在第一片层602中所有的连续纤维在相同的方向上排齐。

[0039] 现参照图6C，该方法的接下来的步骤是将条带的第二片层604施加在先前已施加

的条带的第一片层602上。在图6C中所示的特别示例中，铺放头部106还用于分配条带的第

二片层604，使得在物体的边缘周围具有最小的悬伸。当利用支承辊312分配条带并将条带

按压就位时，条带被加热，从而引起条带602粘附至先前施加的条带的第一片层602的表面

并且结合于该第一片层602的表面。之后，将条带剪切成接近第一材料600的边缘的长度。在

图6C中，在第二片层604中的每一段条带均平行于前一段条带施加，并且相对于在第一片层

602中的成段的条带成大约90°的角度。可选地，可以利用不同的施加型式施加条带。在第一

片层602中的连续纤维及在第二片层604中的连续纤维沿不同的方向定向，从而增加3D物体

的机械强度。图7C示出了条带的第二片层604粘附至条带的第一片层602，条带的第一片层

602又粘附至第一材料600。在图7C中，表示第二片层604的剖面线型式与表示第一片层602

的剖面线型式相反，表明在每一片层中的连续纤维朝向相同的方向，并且在第二片层604中

的连续纤维与在第一片层602中的连续纤维相比沿不同的方向定向。

[0040] 图6D示出了在制造后处理之后的3D物体，该制造后处理例如为修剪边缘以移除第

一片层602和第二片层604的悬伸的连续纤维条带。在图7D中所示的结构与在图7C中所示的

结构是相同的。

[0041] 图6E和图7E示出了从建造基座208移除之后的已完成的3D物体。在该简化的示例

中，仅使用连续纤维条带的两个片层。可选地，使用连续纤维条带的多于两个片层，或者如

上所述以交替的型式施加层状部，或者根据其他型式施加层状部。另外可选地，利用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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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宽度和/或不同厚度的条带以形成3D物体。可选地，利用不同的铺放头部以施加具有不同

宽度和/或不同厚度的条带。可选地，在同一片层内使用具有不同宽度和/或不同厚度的条

带。在图7A至图7E中示出的不同的层的厚度并非是按比例的。可选地，层的厚度是不均匀

的。例如，第一材料600的厚度可以变化以便形成具有更高强度的部段，以支承连续纤维条

带的片层、和/或以限定引导部的特征和/或附接特征部等。另外可选地，使用3D打印头部以

在连续纤维条带的表面上形成附加的特征部。另外，可以使用多个3D打印头部和/或多个铺

放头部以施加不同的材料，以便将带有不同强度、颜色等的材料结合到最终的3D产品中。

[0042] 现参照图8，示出了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的简化流程图。制造3D物体的

方法在800处通过产生所需部分的3D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模型而开始。在802处，将产生的

模型分割成利用3D打印头部104建造的第一部分以及利用铺放头部106建造的第二部分。更

特别地，利用诸如非加强的热塑性树脂之类的第一材料形成第一部分，并且利用连续纤维

条带或丝束形成第二部分。在804处，基于分割的模型产生建造序列。最终，在806处，根据建

造序列，利用3D打印头部及铺放头部制造3D物体。操作3D打印头部104及铺放头部106以形

成对应于3D的CAD模型的分割的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3D物体的部分。依据3D物体所需的

形状及机械特性，可能必要的是，在操作3D打印头部104与操作铺放头部106之间多次转换。

在808处，进行制造后处理。例如，进行修剪等以移除连续纤维条带或丝束的悬伸出3D物体

边缘的部分。

[0043] 现参照图9，示出了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的另一简化流程图。在900处，

与装置200或装置500连通的控制器接收对应于3D物体模型的数据组。数据组包括用于控制

3D打印头部104和铺放头部106以形成3D物体的机器可读的指令。在902处，基于数据组，利

用打印头部104通过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的层以制造3D物体的第一部分。在904处，之

后，控制器将操作转换至铺放头部106，并且基于数据组，通过将呈条带或丝束的形式的多

层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分配在3D物体的第一部分上，制造3D物体的第二部分。连续纤

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在其分配期间还被按压就位。在906处，基于数据组，利用3D打印头部和/

或铺放头部形成3D物体的附加部分。在908处，进行制造后处理。例如，进行修剪等以移除连

续纤维条带或丝束的悬伸出3D物体边缘的部分。

[0044] 依据3D物体的预期用途、几何结构及尺寸，易于对参照图8和图9描述的方法进行

修改。例如，相比于打算用在非结构性应用中的其他物体，打算用在结构性应用或半结构性

应用中的物体可能需要连续纤维条带或丝束的更多片层。在最终组件中将形成暴露表面的

3D物体可能需要3D打印的树脂材料的附加的层，以便提供可接受的表面精整层。例如，非加

强的热塑性树脂的表面精整层可以3D打印到带有暴露的条带的物体的部段上。可选地，施

加表面精整层是单独的步骤，或是作为步骤806或步骤902的部分。还可以增加附加步骤以

形成附连结构或排齐结构等。例如，在将连续纤维条带施加在3D物体的已3D打印的框架上

之后，可以进行附加的3D打印以将附连结构或排齐结构添加到连续纤维条带的表面上。

[0045] 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利用3D打印头部104及铺放头部106以形成与另一元件——

例如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或已形成的塑料结构——结合的3D物体。现将参照图10A至图

10G及图11A至图11G对用以说明该另外的实施方式的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例进行描述，

图10A至图10G及图11A至图11G中示出了在根据本发明的该另外的实施方式的方法中的处

于制造的不同阶段的3D物体。图10A至图10G示出了处于制造的每一不同阶段的3D物体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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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并且图11A至图11G示出了处于制造的每一不同阶段的3D物体的层状结构的在点划线

框内的放大细节图。

[0046] 在图10A中示出的是布置在装置200的建造基座208上的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

1000。在该示例中，以3D板状部件的形式设置片状金属坯件1000。图11A示出了在添加其他

材料或特征部之前，片状金属坯件1000的位于点划线框内的部分的侧视图。

[0047] 如图10B中所示，将打底剂材料1002施加在片状金属坯件1000的表面上。可选地，

利用附连于台架式机器人的打印头部、或者在将坯件1000固定在建造基座208上之前利用

另一过程来施加打底剂材料1002。如在图11B中所示，打底剂材料1002粘附至片状金属坯件

1000，并且打底剂材料1002与在随后的步骤中待沉积在片状金属坯件1000上的其他材料相

兼容。

[0048] 现参照图10C，利用3D打印头部104以将第一材料1004的连续的层沉积在片状金属

坯件1000的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上。作为特别的及非限制性的示例，第一材料1004是

非加强的热塑性材料。第一材料1004的连续的层熔融在一起以形成3D物体的大致均匀的第

一部分。图11C示出了沉积在片状金属坯件1000的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上的第一材料

1004。第一材料1004的厚度是大约0.5mm至3mm。可选地，第一材料沉积为形成引导部、凸起、

附连点等。例如，用于控制3D打印头部104的数据组可以包括用于形成引导部等的指令，该

指令用于在随后的组装过程中将最终部分与其他部分排齐。

[0049] 现参照图10D，该方法的接下来的步骤是将连续纤维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施加在

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及第一材料1004的表面上。在图10D所示的特别示例中，铺放头部

106用于分配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使得在该物体的边缘周围的悬伸最小。如此前段落中所

述的，当利用支承辊312分配条带并将条带按压就位时，条带被加热，以引起条带粘附至已

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及第一材料1004的表面，并且结合于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及第

一材料1004的表面。之后，按一定长度剪切条带。在图10D中，在第一片层1006中的每一段条

带均平行于前一段条带。可选地，可以利用不同的施加型式施加条带。图11D示出了条带的

第一片层1006粘附至第一材料1004，第一材料1004又粘附至打底剂1002。在点划线框的外

面，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直接地粘附至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1002。在图11D中，剖面线型式

表示在第一片层1006中所有的连续纤维在相同的方向上排齐。

[0050] 现参照图10E，该方法的接下来的步骤是将连续纤维条带的第二片层1008施加在

先前已施加的连续纤维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上。在图10E所示的特别示例中，铺放头部106

还用于分配条带的第二片层1008，使得在物体的边缘周围的悬伸最小。当利用支承辊312分

配条带并将条带按压就位时，条带被加热，以引起条带粘附至先前已施加的连续纤维条带

的第一片层1006的表面，并且结合于先前已施加的连续纤维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的表面。

之后，按一定长度剪切条带。在图10E中，在第二片层1008中的每一段条带均平行于前一段

条带，并且相对于在第一片层1006中的成段的条带呈大约90°的角度。可选地，可以利用不

同的施加型式施加条带。在第一片层1006中的连续纤维以及在第二片层1008中的连续纤维

沿不同的方向定向，进而增加3D物体的机械强度。图11E示出了条带的第二片层1008粘附至

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又粘附至第一材料1004，第一材料1004又粘附

至打底剂1002。在图11E中，表示第二片层1008的剖面线型式与表示第一片层1006的剖面线

型式是相反的，表明在每一片层中的连续纤维沿相同的方向定向，并且在第二片层100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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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纤维与在第一片层1006中的连续纤维相比沿不同的方向定向。

[0051] 图10F示出了在制造后处理之后的3D物体，制造后处理例如为修剪边缘以移除连

续纤维条带的第一片层1006和第二片层1008的悬伸。在图11F中所示的结构与在图11E中所

示的结构是相同的。

[0052] 图10G和图11G示出了从建造基座208移除后的已完成的3D物体。在该简化的示例

中，仅使用连续纤维条带的两个片层。可选地，使用连续纤维条带的多于两个片层，或者如

上所述以交替的型式施加片层，或者根据其他型式施加片层。另外可选地，利用具有不同宽

度和/或不同厚度的条带以形成3D物体。可选地，利用不同的铺放头部以施加具有不同宽度

和/或不同厚度的条带。可选地，在同一片层内使用具有不同宽度和/或不同厚度的条带。在

图11A至图11G中示出的不同层的厚度并非是按比例的。可选地，层的厚度是不均匀的。例

如，第一材料1004的厚度可以变化以便形成更高强度的部段以支承连续纤维条带的片层，

和/或以限定引导部和/或附连特征部等。另外可选地，利用3D打印头部以在连续纤维条带

的表面上形成附加的特征部。另外，可以使用多个3D打印头部和/或多个铺放头部以施加不

同的材料，以便将具有不同强度、颜色等的材料结合到最终的3D产品中。仍另外可选地，打

底剂材料1002不施加至片状金属坯件1000的整个表面。例如，打底剂材料喷射到片状金属

坯件的仅预定的部分上、或者涂覆或滚压到片状金属坯件的仅预定的部分上，连续纤维条

带的第一材料1004将要施加到该片状金属坯件的预定的部分上。

[0053] 参照图12，示出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另一方法的简化流程图。在1200处，在

建造区域内设置基底例如已形成的片状金属坯件、或由其他材料形成的基底。在1202处，将

打底剂施加至基底的一个表面的至少部分。在1204处，与装置200或装置500连通的控制器

接收与待在基底的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上形成的3D物体模型相对应的数据组。数据组包括

用于控制3D打印头部104和铺放头部106以形成3D物体的机器可读的指令。在1206处，基于

数据组，利用打印头部104通过在基底的已施加打底剂的表面上形成第一材料的多个连续

的层以制造3D物体的第一部分。在1208处，之后，控制器将操作转换至铺放头部106，并且基

于数据组，通过将呈条带或丝束形式的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的多个层分配在3D物体的

第一部分上，制造3D物体的第二部分。连续纤维加强的第二材料在其分配期间还被按压就

位。可选地，重复步骤1204和/或步骤1206，以基于数据组利用3D打印头部和/或铺放头部形

成3D物体的附加部分。在1208处，进行制造后处理。例如，进行修剪等以移除连续纤维条带

或丝束的悬伸出3D物体边缘的部分。

[0054] 依据3D物体的预期用途、几何结构及尺寸，易于对参照图12描述的方法进行修改。

例如，相比于打算用在非结构性应用中的其他物体，打算用在结构性应用或半结构性应用

中的物体可能需要连续纤维条带或丝束的更多片层。在最终组件中将会形成暴露表面的3D

物体可能需要3D打印树脂材料的附加层以便提供可接受的表面精整层。例如，非加强的热

塑性树脂的表面精整层可以3D打印于带有暴露的条带的物体的部段上。可选地，施加表面

精整层是单独的步骤，或者作为步骤1204的一部分进行。还可以增加附加的步骤以形成附

连结构或排齐结构等。例如，在将连续纤维条带施加在3D物体的已3D打印的框架上之后，可

以进行附加的3D打印以将附连结构或排齐结构增加到连续纤维条带的表面上。

[0055] 现参照图13和图14，分别示出了在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制造的其他3D物体内的、

邻近边缘部分的分层结构以及邻近在水平位置和倾斜位置之间的过渡部的分层结构。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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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和图14中更清晰地所示，通过在局部区域内层叠式地打印(图13)、或者通过以一定角

度打印3D物体的一部分——该角度相对于3D物体的另一部分是倾斜的(图14)，可以利用3D

打印头部以形成物体的不平坦的部分。

[0056] 现特别地参照图13，可以利用3D打印头部以形成树脂层1300，该树脂层1300具有

特征部1302例如沿着3D物体的周边的边缘。在该示例中，特征部1302防止条带层1304和

1306受损坏，该损坏可能使条带层内的纤维暴露，并引起条带的进一步磨损或伤害触碰暴

露的纤维的任何人。

[0057] 现特别地参照图14，可以利用打印头部和铺放头部以形成3D物体的相对于建造基

座208大致水平的第一区域、以及相对于第一区域及建造基座208均倾斜的第二区域。可选

地，利用打印头部设置或沉积支承件1400。可以在制造多个3D物体期间使用支承件1400，或

者，可以在每次制造3D物体时形成新的支承件1400并且将其随着3D物体从建造基座208移

除。支承件1400提供了在其上待形成倾斜的第二区域的支承表面。在建造基座208及支承件

1400上形成由未填充树脂制成的层1402。例如，通过带有五个或更多个运动轴的机械臂或

台架式机器人承载打印头部。利用该机器人系统，打印头部可以在X方向上及在Y方向上移

动以形成如参照图2至图4所描述的层，并且随后在形成下一层之前在Z方向上行进。另外，

利用该机器人系统，打印头部还可以在X-Z平面及Y-Z平面上移动，从而支持不包含在X-Y平

面内层或特征部的形成。同样地，在分配条带或丝束以形成层1404和1406等时，铺放头部也

可以在X-Z平面及Y-Z平面上移动。

[0058]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装置适用于快速原型设计(RP)应用以及低容量和/或定制

的制造需求。特别的是，装置适用于生产对于汽车应用典型的“板”型部件。相比于现有RP过

程，3D打印部分和纤维加强部分的结合导致具有明显更好的结构性能的部件的制造。另外，

在不使用专用工具或芯轴的情况下，可以制造复杂的部件。

[0059] 在本文中描述的实施方式是简化的，以更好地传达对本发明的清晰的理解。可选

地，可以设置超过一个单一的3D打印头部104和/或超过一个单一的铺放头部106。例如，可

以设置多个3D打印头部和/或多个铺放头部，以增加制造的速度，以便支持包含不同材料

(例如不同颜色、不同纤维/矿物填充树脂、不同条带的厚度或宽度等)。

[0060] 尽管上述描述构成本发明的多个实施方式，但应当理解的是，在不背离权利要求

的合理意义的情况下，本发明易于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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